大學青年會（香港浸會大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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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至 2019 年度計劃詳情
計劃對象：香港浸會大學全日制本科生 ＊＊＊申請者須為大學青年會（浸大）會友，歡迎即時入會。＊＊＊
截止報名日期及時間：2018 年 10 月 2 日 (二) 23:59
網上報名連結：http://sa.hkbu.edu.hk/portal/lqc/forms/uniy1819.php
計劃名稱

計劃內容

費用

查詢

備註

＜＜生活在繁華大都市的我們，有否留意過柬埔寨仍然有無數人居住衽落後的農村？他們的生
活面對著什麼的問題？我們又可以如何出一分力，改善他們的生活？＞＞

1.
＜＜世界公民＞＞

Plant for Water, Plant for Future（辣木種植工作坊）
（10 月中旬）

— 計劃整體出席率達八成或以

探討柬埔寨農村村民所面對的問題和了解辣木如何有助改善其問題，同時透過親身於農田裏種

上且表現良好， 以及完成青

植辣木，學習相關種植知識及技巧，有助於考察服務團中實踐。
柬埔寨村民關注計劃
─
柬植‧不簡單
(Treellion)

2.

一木多得（辣木肥皂製作工作坊）
（11 月中旬）

學習利用辣木製作肥皂的知識及技巧，了解辣木被製成產品的可能性，有助日後教授柬埔寨農
村村民善用辣木，改善他們面對的問題，提升其生活水平。

Sharen

年會世界公民獎勵計劃金章

(6739-3583)

級別*** 之要求，方可獲退

$2,900

回按金。

+

Emmy

$1,000

(5181-1129)

（按金）
計劃日期：
2018 年 10 月中旬至
2019 年 2 月中旬

3.

深入柬地（柬埔寨考察服務團） （2019 年 1 月上旬）

前住柬埔寨金邊，了解當地農村村民面對的問題，透過種植辣木及教授村民如何善用辣木，以
改善其生活水平及為他們送上關懷。同時有機會入住寄宿家庭，體驗柬埔寨的生活及文化。

— 出席率的計算包括籌備會議
及所有活動的出席時數，考

Tony

察服務團不計算在內。

(5510-3466)
***：參加者獲得金章後可申請
最高港幣$1,000 之境外體驗或境

4.

總結活動（2019 年 2 月中旬）

總結活動得著，親自構思及籌辦校內活動，讓校內人士認識柬埔寨農村村民所而對的問題。

*一經取錄，參加者必須出席 2018 年 10 月 13 日(星期六)之籌委訓練日，費用爲$180。
*因應個別活動需要，參加者另需出席籌備會議以籌備部份活動，如柬埔寨考察服務團中的文化
交流活動及總結活動等。

外義工服務活動津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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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名稱

計劃內容

費用

查詢

備註

Regina

— 計劃整體出席率達八成或以

＜＜生活在繁忙都市的你，可曾注意到在城市角落那大大小小的塗鴉？塗鴉對你及城市而言又
有什麼意義？你又知道塗鴉文化於香港發展面對著什麼的困境嗎？＞＞

＜＜社區參與
（社會議題）＞＞

1.

拼「塗」
（塗鴉體驗工作坊）**（10 月中旬至 11 月上旬）

認識塗鴉的歷史，並學習塗鴉基本技巧及製作相關作品，從中了解塗鴉的價值及意義。
$150

塗鴉文化關注計劃─
救「忘」
「塗」 存

2.

世外「塗」源（塗鴉導賞團）（11 月中旬）

一邊遊走城市欣賞塗鴉作品，一邊認識塗鴉文化於香港發展所面對的困境。

(Fadeffiti)

2018 年 10 月中旬至

+
$100

Kinyan

總結活動（2019 年 1 月下旬）

總結得著，親自構思及籌辦展覽活動，增加大眾對塗鴉的認識，並提升他們對塗鴉於香港發展
所面對的困境的關注。

2019 年 1 月下旬
*一經取錄，參加者必須出席 2018 年 10 月 13 日(星期六)之籌委訓練日，費用爲$180。
*因應個別活動需要，參加者另需出席籌備會議以籌備部份活動，如總結活動等。

**：此活動將分開 2 天進行。

上且表現良好，方可獲退回
按金。

（按金） (6356-5843)
3.

計劃日期：

(6600-1648)

— 出席率的計算包括籌備會議
及所有活動的出席時數。

Heitim
(6731-52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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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名稱

計劃內容

費用

查詢

備註

Kelly

— 計劃整體出席率達八成或以

＜＜「我不要見到聲音！」每次聽到老師說這句話，你一定會嘲笑一番，但有一群人一直都在
「看聲音」
，他們就是聾人的子女，自小為父母擔當手語翻譯員的他們，到底有怎樣的心路歷程
呢？你又願意與他們一起發掘新的溝通方法嗎？＞＞

1.
＜＜社區參與

青言童事（聾人子女分享會）（10 月中旬）

透過聾人的年青健聽子女分享，了解其成長經歷和感受。

（社會服務）＞＞
2.
聾人子女關注計劃─

手手相印（手語工作坊）
（10 月下旬）

學習手語，從中體驗健聽子女與其聾人父母溝通時的基本渠道及感受。

影伴童心
(Shakoda)

3.

皮影傳愛（皮影戲工作坊）**（11 月上旬至 12 月上旬）

與聾人的年幼健聽子女見面，藉著教導他們製作及表演皮影戲，從中建立關係。
計劃日期：
2018 年 10 月中旬至
2019 年 1 月下旬

(9859-0399)
免費

按金。

+

Emily

$200

(5110-3778)

（按金）

形影不離（户外親子日） （12 月上旬）

協助年幼健聽子女表演皮影戲予其聾人父母欣賞，並帶領進行親子遊戲，促進他們的親子互動
及關係。

5.

總結活動 （2019 年 1 月下旬）

總結計劃得着，親自構思和籌辦活動以提升大眾對聾人子女的關注和認識。

**：此活動將分開 4 天進行，而籌委亦將預先於籌備會議中學習皮影戲的製作及表演技巧。

*一經取錄，參加者必須出席 2018 年 10 月 13 日(星期六)之籌委訓練日，費用爲$180。
*因應個別活動需要，參加者另需出席籌備會議以籌備部份活動，如皮影戲工作坊、户外親子日
及總結活動等。

— 出席率的計算包括籌備會議
及所有活動的出席時數。

Janet
4.

上且表現良好，方可獲退回

(9500-739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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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重要資料
一﹑面試事宜



面試名額有限，面試者將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（四）或之前 收到電話通知面試日期、時間及場地資料。



面試者必須持有有效大學青年會（浸大）會藉，請於 2018 年 10 月 3 日（三）或之前完成入會手續。



獲邀面試者請於面試前十五分鐘到達面試場地。



面試日期：
計劃名稱
世界公民─

面試日期
柬植‧不簡單 (Treellion)

社區參與（社會議題）─

2018 年 10 月 5 日（五）
或 6 日（六）

救「忘」
「塗」存 (Fadeffiti)

社區參與（社會服務）─影伴童心 Shakoda

獲取錄者將於 2018 年 10 月 7 日（日）或之前收到電話通知。

二﹑籌委訓練日

三﹑繳費事宜



獲取錄參加世界公民/社區參與（社會議題）/ 社區參與（社會服務）計劃之同學必須出席「籌委訓練日」



日期：2018 年 10 月 13 日(六)



時間：09:30 – 21:00



地點：烏溪沙青年新村



費用：$180 (包括午餐及晚餐)



獲取錄者須於 2018 年 10 月 9 日（二） 或之前到本會辦公室繳交「籌委訓練日」及計劃費用，以確認參加資格。



繳費方式：
籌委訓練日 $180 — 只接受現金繳費。
世界公民計劃 ($3,900)、社區參與（社會議題）計劃 ($250) 及社區參與（社會服務）計劃 ($200) — 可以現金或支票
繳費，支票枱頭請寫上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」



逾期繳費者將被取消參加資格。



任何費用一經繳交，除本會自行取消此計劃外，將不接受任何理由之轉名或退款申請。



大學青年會辦公室
地址：逸夫校園永隆銀行商學大樓 4 樓 401 室 (WLB401) 學生事務處領袖素質中心
開放時間：星期一至五︰09:00-13:00 14:00-17:30 （星期六、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）

